
湖北省温室气体排放数
据报送工作简介



湖北省碳交易门槛：

2010、2011年任一年综合能耗6万吨标煤及以上的

工业企业。

湖北省发改委高度重视碳排放权交易试

点工作，开展了一系列相关工作保障和促

进试点工作开展。

基础工作



2月 印发湖北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3月 湖北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动员暨培训会

5月 湖北省碳排放权交易初始盘查工作培训

6月~8月 2009~2011年度历史碳排放量盘查

2014

3月 配额分配工作暨交易系统操作培训会

4月 湖北省碳排放权交易正式启动

4月 《湖北省碳排放权管理和交易暂行办法》

7月 MRV指南发布

2013

湖北省碳交易试点工作



2015

1月 关于报送2014年度碳排放报告的通知

（企业碳排放数据纸质及在线报送）

3月 2014年度碳核查工作履约动员和核查启动会

3~4月 企业2012-2014年度碳排放量核查

6月 省发改委关于做好2014年度企业碳排放履约

工作的通知（06月29日）

7月 履约及配额清缴

湖北省碳交易试点工作



围绕温室气体数据报送，研究开发了湖北省温

室气体监测报告管理系统：

（1）完善湖北省温室气体排放基础统计和核算工

作体系；为国家实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开展

碳排放权交易等相关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2）通过系统，为对温室气体数据统计核算不太

熟悉的上报主体提供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导和可参

考的依据；

温室气体数据报送工作



湖北省作为工业大省，支柱产业多属于高

耗能、高排放产业，企业类型众多、结构复杂

、排放情况各有不同。

为合理制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工作实施方

案，开发符合湖北实际、方便、准确的温室气

体数据报送系统，先期开展了大量的调研和研

究工作：

温室气体数据报送工作--前期调研



前期调研

（1）研究分析统计局统计数据，
（2）走访、调研湖北省相关部门及行业协会；
分析确定湖北省重点耗能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3）分地区、分行业对省内重点企业进行调查
走访；
如：通过对水泥、玻璃、化工等重点行业企业进行调查
走访，实际了解企业、机构在温室气体管理、量化方面
的情况，调研其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工作中遇到的主要困
难，分析温室气体排放报送工作的需求；



通过调研走访，明确了湖北省重点耗能行

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源流，基本确定了湖北

省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明晰了目前湖北省温

室气体数据的统计现状、困难及需求。

为开发建立高效、准确、实用的湖北省温

室气体排放数据系统提供了有力保障。

前期调研



1. 湖北省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化通用指南

2. 电力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指南

3. 玻璃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指南

4. 电解铝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指南

5. 电石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指南

6. 造纸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指南

7. 汽车制造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指南

8. 钢铁制造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指南

9. 铁合金生产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指南

10.合成氨相关化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指南

11.水泥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指南

12.石油加工企业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指南

“11”+ “1”

方法学依据--湖北省碳交易核算指南文件



系统设计开发

根据前期调研情况及湖北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

作期间的工作安排，开发建立了集领域齐全、在线

填报、汇总分析、结果生成于一体的湖北省温室气

体监测报告管理系统。

分别进行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区域省级温室

气体清单两级数据的上报、审核和管理。为政府和

企业提供温室气体排放计算、分析等功能的软件解

决方案。



湖北省温室气体监测报告管理系统



（1）企业用户端

（2）主管部门端

（3）核查机构端

（4）网站管理员端

（5）领导查看端

（6）市州发改委端

（7）清单编制工作组填报端

系统用户端口设置



系统管理工作流程



企业用户端数据填报—工艺过程排放页面

工艺过程排放功能设计：
 各行业特点；

 《湖北省温室气体排放监测、量化和报告指南（试行）》

11个典型行业量化指南、1个通用量化指南

设计了各行业的工艺过程排放计算页面
。



三种页面组合
水泥、造纸等行业（11个典型行业中除石油行业外）：
“行业基本工艺计算页面”+“通用计算页面”；

石油行业：
“行业基本工艺计算页面”+“行业补充计算页面”+“通用
计算页面”；

 其他行业：
“通用计算页面”；

“通用计算页面”主要用于解决企业出现的特殊情况；

企业用户端数据填报—工艺过程排放页面



企业用户端数据填报—数据分析

显示后台计算过程，便于报送主体了解和学习
温室气体数据核算过程；



企业用户端数据填报—数据分析



项目备案过程查看及报告下载。

主管部门端—主管部门端备案



各用户端介绍—帮助功能



质量保证

上报质量保证：

 能力建设；

 系统设置；

 管理与监督；



上报质量保证—能力建设

为帮助相关工作单位及人员熟悉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工作程序，明确各部门在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工
作中的职能及关键控制点，为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
气体报告工作提供管理保障；
配套编制“湖北省温室气体监测报告管理系统

”安装指南、“湖北省温室气体监测报告管理系统
”用户操作手册；
针对系统维护人员、主管部门用户、省级清单

编制工作小组、市州发改委用户、部分重点耗能企
业用户等不同用户群体，多次组织系统的安装、操
作、维护等培训。、



能力建设

管理单位

政策文件
工作要求
工作程序
关键控制点等

政策文件
行业量化指南
报告流程
平台操作方法等

报送主体

核查/抽查方法
核查/抽查流程
平台操作方法等

第三方机构

上报质量保证—能力建设



上报质量保证—系统设置

• 引导式的填报模式，特别是零基础填报主体：
填报流程的引导；
重点数据单位提示，如KJ、大卡等数据换算提示；

• 后台计算过程显示：
便于填报主体了解和学习报送过程；
便于填报主体梳理报送过程、快速查找填报中的问题；

• 系统及主管部门备案：
对系统中的数据报送痕迹进行备案，便于督促和提高报
送数据质量；



上报质量保证—管理与监督

 制度保障：
• 明确报送流程、制度与罚则；

 核查与抽查：
• 建议加强核查与抽查，设置定制巡查和抽查制度，
保障数据准确、真实；

• 如对耗煤量较大的企业，建议每月由第三方机构对
化石能源等进行抽样，并送交有资质的实验室进行
检测，并出具的该月耗煤、耗气的成分分析、热值
分析数据及报告等；



报送工作遇到的困难

（1）企业差异：
企业的情况各式各样、差异及特殊情况很多，不可
预见的情况很多，特别是对于较为复杂流程和功能的
设计时，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

（2）人员素质差异：
在系统使用过程中，报送人员可能由于不熟悉系统
使用等原因出现很多使用问题和错误；如单位转换错
误、数据拆分处理等问题；



（3）设施差异：

企业网络环境及硬件配置各种各样、新旧不一，
实际使用过程中常出现由于企业网络环境及安全限
制等问题造成的对系统使用的影响；

（4）重视程度：

温室气体数据报送属于新工作，存在企业不配合
的情况，为上报工作的开展带来一定难度；

报送工作遇到的困难



建议

配套文件中部分数据较难获得：

文件中要求核算关键工序的能耗、关键工
序二氧化碳排放量等，对于大多数工业企业
而言，较难获得各工段和设施排放信息。

建议进一步征求相关企业意见。



建议

文件中对于特殊情况的考虑：

文件中以粗钢和熟料生产工段碳排放数据作
为标杆值确定依据；

部分纳入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钢铁和水泥
企业外购粗钢或水泥熟料来进行生产，则无法
使用该方法确定标杆值；

化工行业生产工序复杂，产品类型众多，也
存在无法单独核算和报告单个类型产品碳排放
量的问题；

建议考虑对特殊主体需求的对策。



数据核查工作：

数据核查工作量大且重要，建议由国家
主管部门主导，具体工作下放权限到省级
应对气候变化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建议



问题

1、对于国家系统和各地方系统的对接，
特别是已开展试点工作区域，国家是怎
么考虑的？
两个系统的定位、功能、权限等？



期待与您携手

共创低碳未来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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